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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學生成就 

 

朗誦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集誦 Second Place      

   (英文項目)-Solo Verse Speaking  Third Place     3B 李文娟 

    (英文項目)-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優良證書) 1B 陳柳鈺 

       1B 黃湘雲 

       1B 黃婉君 

       1D 葉家樺 

       1D 李士柏 

       1D 勞琛佳 

       1D 譚諾軒 

       2A 伍慧琳 

       2A 蔡晴伊 

       2B 楊詩雅 

       2D 關皓宜 

       2D 黃小雯 

       2E 林文慧 

       2E 王琳婉 

       3D 李俊謙 

       3D 戴傑 

       4B 廖美棠 

       4D 李咏怡 

       4E 林鍶雯 

       4F 林永德 

       5D 伍佻祺 

       5D 楊晉 

 (英文項目)-Dramatic Duolgoue   3A 簡卡迪佳沙哈 

    3A 彭婉蓉 

    3A 黃傲彥 

    3A 王慧瑤 

 (英文項目)-Public Speaking      3A 黃寶文 

    6B 陳恩慈 

 (英文項目)-Solo Verse Speaking  Proficient(良好)  1B 盧婉雯 

    1D 林詠欣 

    1D 李迦南 

    1D 黃淑平 

    2E 戴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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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英文項目)-Solo Verse Speaking Proficient(良好) 3D 趙崇亨 

    3D 黃冠豪 

    4A 黎諾韻 

 普通話詩詞獨誦(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證書 2B 李雅麗 

  普通話散文獨誦(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優良證書 2D 陳嘉媛 

  普通話詩詞獨誦(中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 4B 侯靜雯 

  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學五至七年級女子組) 優良證書 5A 何雅琳 

   優良證書 5B 鄧玉玲 

  中文二人合誦 季軍 5A 吳麗琼 

    5C 邵詠欣 

   優良證書 3C 温杏嬈 

    3D 林詠施 

    5D 伍佻祺 

    5D 楊晉 

    6A 廖寶珊 

    6A 邵詠詩 

   良好證書 4D 曾樂斯 

    4D 余香儀 

  散文獨誦 季軍 3C 王小蕾 

   優良證書 3B 李文娟 

    3B 雲詠恩 

    3E 瞿凱欣 

    4F 李靜儀 

    5B 陳詠斯 

    2E 尹曉雯 

    2E 黃金麗 

    3A 彭婉蓉 

   良好證書 3A 曾雅文 

    4B 侯靜雯 

    4D 羅雅瑩 

  詩詞獨誦 冠軍 7A 蘇詠芝 

   優良證書 4D 區文穎 

    5D 羅渟鈺 

    5D 楊采妍 

    7A 何佩珊 

   良好證書 4B 廖美棠 

  詩詞集誦 優良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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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活動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2011 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良好畢業證書  5A 陳靖瑜 

       5A 蔡詠詩 

       5B 羅欣婷 

       5B 曾海倫 

       5C 何雨螢 

       5D 李寶雯 

       5D 楊晉 

       5E 周芳穎 

       5E 劉翠茹 

   畢業證書  5D 鄭進 

   出席證書  5D 梁庭謙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十八區新春減碳揮春及 

貼士創作比賽 
中學組 季軍 6B 石毅俊 

     優異獎 2B 陳俊昇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2010 至 2011年度學生環境保

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金獎 6B 周定煒 

     銀獎 5D 楊晉 

     銅獎 5E 周芳穎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優異獎 3C 黃孝峻 

       3D 蔡德旺 

       3D 黃冠豪 

       4E 姜齊濠 

       5B 羅欣婷 

       5B 譚宏鋒 

       5B 黃俊 

       5B 余君涵 

       5D 李寶雯 

       5E 陳芷欣 

       5E 黎少玲 

       5E 劉翠茹 

       5E 孫佩欣 

       5E 黃清誼 

       5E 阮霆耀 

       5F 周業權 

       5F 劉家樂 

       6B 陳嘉妍 

       6B 干霖霖 

       6B 王靖芝 

   基礎環保章 4B 郭曉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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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2010 至 2011年度學生環境保

護大使計劃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基礎環保章 4E 鄭佩儀 

     4E 張皓昌 

     4E 姜齊濠 

     4E 彭嘉文 

     5B 羅欣婷 

     5E 孫佩欣 

     5E 黃清誼 

     5F 周業權 

     6B 陳嘉妍 

     6B 干霖霖 

   畢業證書 5A 陳靖瑜 

     5A 蔡詠詩 

     5B 羅欣婷 

     5B 李寶雯 

     5D 曾海倫 

     5D 楊晉 

     5E 周芳穎 

     5E 劉翠茹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2010-2011年度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畢業證書 5E 劉翠茹 

       5A 符筠翎 

       5A 洪運綺 

       5C 何雨螢 

       5E 黎少玲 

       5E 孫佩欣 

       5E 黃清誼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銀狀 5B 譚宏鋒 

       5D 楊晉 

       5E 周芳穎 

     義務工作嘉許銅狀 3C 黃孝峻 

       3D 蔡德旺 

       3D 黃冠豪 

       5A 蔡詠詩 

       5A 符筠翎 

       5B 李寶雯 

       5B 羅欣婷 

       5B 黃俊 

       5B 余君涵 

       5C 何雨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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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義務工作嘉許銅狀 5E 陳芷欣 

       5E 劉翠茹 

       5F 周業權 

       5F 劉家樂 

       6B 周定煒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迪士尼樂園 
香港「綠行者計劃」中學組 勝出的六強隊伍 2D 關皓宜 

     2D 宋嘉媚 

       2E 黃金麗 

       2E 鄒柏賢 

大埔環保會暨鳳園 

蝴蝶保育區 

大埔環保會暨鳳園蝴蝶保育區香

港觀蝶大賽 2011 
學生組 冠軍 4E 姜齊濠 

   5B 譚宏鋒 

       5B 余君涵 

       5F 劉家樂 

     亞軍 3C 李威 

       3C 黃孝峻 

       3D 蔡德旺 

       3D 黃冠豪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工程部/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創新能源項目 

設計比賽 2010-2011 
 優異獎及最具教育義

意獎 
5E 劉翠茹 

  5E 盧嘉欣 

      5E 曾寧欣 

      5F 魏梦圓 

    入圍獎 5B 譚宏鋒 

      5E 陳芷欣 

      5F 洪裕達 

       5F 余小豪 

匡智香港賽馬會 匡智香港賽馬會 2010/11 

全港中小學社區有機農耕比賽 

最佳環保設計獎亞軍 

最佳有機種植獎季軍 
  

 

社區服務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葵青區區議會 葵青區青少年社區服計劃比賽  優良服務獎 5A 蔡詠詩 

       5A 洪運綺 

       5A 陳靖瑜 

       5A 符筠翎 

       5D 李寶雯 

       6B 吳沅霖 

       6B 傅茂盛 

       6B 趙良德 

       6B 石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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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6B 李柏賢 

     簡報會傑出創意獎 4B 劉子聰 

       5A 曾慶財 

       5C 朱倩彤 

       5E 彭宇軒 

       5F 葉殷岐 

永亨銀行及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 
永亨「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2010-2011 超卓學校策劃獎   

     傑出義工學生獎 4B 唐慶祺 

       4D 黃碧珊 

新福事工協會 關懷貧窮大使貧窮 專題研究報告 優異獎 4A 李美珊 

       4B 廖美棠 

       4D 劉施圻 

       4D 謝俊業 

       4E 蔡絡堯 

       4E 朱穎儀 

       4E 尹瀚基 

       4F 歐陽健峰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好在有「里」鄰里互助計劃 標語創作比賽 亞軍 4E 魏青華 

  好在有「里」鄰里互助計劃 關懷里數獎勵計劃 銅獎 3A 莫詩琪 

       3A 張漢飛 

       3A 張耀城 

       3A 鄺琮琬 

       3C 劉燕芳 

       3C 温杏嬈 

       3D 唐麗雯 

       4A 劉熹敏 

    4A 劉珮琪 

    4A 李美珊 

    4A 楊安琪 

    4B 廖美棠 

    4B 陸嘉雯 

    4D 劉施圻 

    4D 謝俊業 

    4E 魏青華 

    4E 朱頴儀 

    4E 林鍶雯 

    4E 尹瀚基 

    4F 許雅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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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好在有「里」鄰里互助計劃  關懷里數獎勵計劃   銅獎 4F 吳頴欣 

    4F 歐陽健峰 

    4F 黃寶瑩 

 

藝術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第 39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公開組) 銀獎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七級鋼琴獨奏 優良  4D 何詩敏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1C 謝慧妍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4B 麥芷晴 

   高級組單簧管獨奏 優良 4E 鄭穎禧 

   高級組長笛獨奏 良好  4F 蔡靜怡 

   五級小提琴獨奏 良好  5F 鍾沛傑 

教育局 2010-2011年度學校戲劇節  中學廣東話戲劇比賽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導演獎 5A 吳麗琼 

   傑出男演員 6B 麥比利 

NET Section, EDB Act Up Speak Out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3A 簡卡迪佳沙哈  

       3A 王慧瑤  

       3A 馮駿軒  

       3B 李文娟  

       4E 林鍶雯  

       4E 黃婉雯  

 

學術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Australia Education Link HK Schools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2011 
 Acceptance Prize  3A 黃寶文 

香港心理衛生會 第二屆全港中學生 

心理健康常識問答比賽 
 優異獎  6A 區瑞煝 

       6A 崔淑慧 

       6A 梁騫文 

       6B 周定煒 

香港青年協會 

創意科藝工程計劃 

「最多人參與數碼遊戲設計

活動」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網上最受歡迎 

角色設計獎> 

第一名之「Scratch 貓咪情比金堅的朋

友」大獎  
2D 李樹樺 

     首十名 2D 謝智健 

漁農自然護理署 齊做守法好主人 

中學生 E-card創作比賽 
 優異獎 2A 蘇靄琼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 

長亨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製造 3比賽  短片班最佳組織獎 (組合) 2A 朱麗盈 

       2B 文芊茹 

     時裝設計最佳創意獎 (組合) 5A 符筠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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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 

長亨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青年製造 3比賽  時裝設計金獎 (組合) 5A 符筠翎 

     時裝設計銀獎 (組合) 2B 方鑫泳 

     形象設計班飛躍進步獎 (個人) 3A 何銘欣 

     髮型設計班最佳髮型設計獎 (個人) 5A 陳靖瑜 

     髮型設計班最佳顏色運用 (組合) 5A 洪運綺 

 

體育活動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5000米 季軍 6B 黃逸豐 

葵青區中學分會  男子乙組跳遠 亞軍 3D 劉卓恆 

   女子乙組跳高 季軍 3A 譚穎彤 

   女子丙組鉛球 亞軍 2B 李泳裳 

  葵青區學界游泳錦標賽 男子甲組 200自由泳 亞軍 4D 倫景熙 

   女子甲組 100自由泳 殿軍  5B 倪靖欣 

   女子甲組 200自由泳 殿軍  5B 倪靖欣 

   女子丙組 50蝶泳 冠軍 2E 李嘉晞 

   女子丙組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 季軍     

   女子乙組團體 殿軍     

   女子丙組團體 第六名     

  葵青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團體賽男子甲組 殿軍     

   團體賽女子乙組 第五名     

   女子乙組 殿軍     

   男子丙組 殿軍     

   男子乙組 第五名     

   男子甲組 第五名     

  葵青區中學學界羽毛球錦標賽 男子甲組 季軍      

  葵青區學界籃球比賽 男子乙一組 殿軍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青衣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初中排球邀請賽  冠軍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青衣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協會盃籃球比賽男子組  冠軍   

香港遊樂場協會 2011 籃 Teen力量 3人籃球賽男子初級組 亞軍   

成長希望基金會 青少年入樽計劃 2011籃球比賽 男子初級組 季軍   

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 八三總理中學廿五周年校慶 男子籃球邀請賽 季軍    

 

 

 

 

 



20 

 

傑出學生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學友社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2010-2011  入選第三論評核 5A 吳麗琼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學生 6B 石毅俊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有限公司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嘉許禮  飛躍進步學生 3E 鍾永權 

香港太空館 少年太空人體驗營 (航天員體驗課程) 優秀營員 6B 石毅俊 

柏立基爵士信托基金委員會 柏立基爵士信托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範疇) 入選者 4B 林慧欣 

     4F 周子堅 

       7B 鄒敏夷 

香港理工大學及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資優生培訓  入選者 6B 黃智超 

     6B 陳嘉妍 

       6B 謝耀祺 

       6B 李柏賢 

       6B 石毅俊 

荃灣區議會社會服務及 

社區宣傳委員會及 

葵青區議會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10-1011  優異獎 2D 謝智健 

     2E 黃金麗 

     3A 張漢飛 

       4A 陳穎妮 

       6B 傅茂盛 

獅球教育基金會 青苗學界進步獎  得獎者 1A 羅凱妍 

       1B 葉俊儀 

       1C 黃曉敏 

       1D 夏焌峰 

       2A 孔倩婷 

       2B 區偉康 

       2C 劉倩童 

       2D 李樹樺 

       2E 范鈞富 

       3A 余文文 

       3B 陳德智 

       3C 黃孝峻 

       3D 譚芷彤 

       3E 王康鋒 

       4A 陳穎妮 

       4B 梁嘉欣 

       4C 李祖瑋 

       4D 張俊文 

       4E 蔡絡堯 

       4F 曾詠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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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獅球教育基金會 青苗學界進步獎   得獎者 5A 羅月怡 

       5B 倪靖欣 

       5C 陳文蔚 

       5D 蘇燕君 

       5E 彭宇軒 

    5F 周業權 

    6A 邵詠詩 

    6B 古添 

 

制服隊伍 

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警務處交通總部 道路安全大使計劃  金獎感謝狀 3A 彭婉蓉 

     3A 黃傲彥 

     5F 鍾沛傑 

   銀獎感謝狀 2A 張顯晴 

     2A 張紫翹 

     2A 蔡晴伊 

     2D 陳家妙 

     2D 戴曉彤 

     2D 凌偉源 

     2D 黃定聰 

     2E 楊智鴻 

     3D 趙崇亨 

     4C 薛子敏 

     5B 黃穎施 

     5B 曾育芳 

     5C 劉皓晴 

   銅獎感謝狀 2A 羅卓琳 

     2B 羅小芳 

     2B 李康杰 

     2D 陳敏賢 

     2E 林希亭 

     3A 張漢飛 

     4A 陳慧盈 

     4A 劉珮琪 

     4A 吳蔚婷 

     4C 鄧韻盈 

     4E 蔡絡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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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警務處交通總部 道路安全大使計劃  銅獎感謝狀 4F 黃寶瑩 

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高級章課程  考獲高級章  3A 黃傲彥 

新界南總區      3A 張漢飛 

       3D 張嘉莉 

       4A 陳慧盈 

       4A 劉珮琪 

       4C 薛子敏 

       4E 蔡絡堯 

 香港交通安全隊中級章課程  考獲中級章 2A 張顯晴 

      2B 李康杰 

      2D 凌偉源 

      2E 戴曉彤 

      2E 楊智鴻 

 香港交通安全隊初級章課程  考獲初級章  1A 高婉盈 

      1A 侯蒨茹 

      1A 譚菀彤 

      1A 杜焯盈 

      1B 朱頴恩 

      1C 陳淑鈴 

      1C 黃曉敏 

      1C 陳浩馳 

      1C 周駿維 

      1D 陳綽妍 

      1D 鄭雅怡 

      1D 張寶賢 

      1D 賴舒儂 

      1D 賴詠琳 

    1D 林詠欣 

    1D 蕭玉瑩 

    1D 陳志盛 

    1D 賴健豪 

    1D 勞琛佳 

    1D 譚諾軒 

    2A 許彰麟 

    2B 劉俊賢 

    2C 陳逸城 

    2C 董博力 

    2E 陳德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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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初級章課程  考獲初級章  2E 葉子傑 

新界南總區    4E 謝海燕 

香港交通安全隊 周年檢閱禮 中學組 優異獎  2A 張顯晴 

新界南總區      2D 陳家妙 

       2D 陳敏賢 

       2D 凌偉源 

       2E 林希亭 

       2E 戴曉彤 

       3A 張漢飛 

       3D 張嘉莉 

       3D 趙崇亨 

       4A 陳慧盈 

       4A 劉珮琪 

       4C 薛子敏 

       4C 鄧韻盈 

       4E 蔡絡堯 

       4E 謝海燕 

       4F 黃寶瑩 

       5B 曾育芳 

       5C 劉皓晴 

       5F 鍾沛傑 

香港交通安全隊 第十三期基本步操訓練員專章訓練班 基本步操訓練員專章    2D 凌偉源 

       2E 戴曉彤 

  香港交通安全隊升旗章課程  升旗章 3A 黃傲彥 

       3A 張漢飛 

 香港交通安全隊無毒有禮禁毒專章 禁毒大使證書 1A 高婉盈 

      1A 侯蒨茹 

      1A 譚菀彤 

      1A 杜焯盈 

      1B 朱頴恩 

      1C 陳淑鈴 

      1C 黃曉敏 

      1C 陳浩馳 

      1C 周駿維 

      1D 陳綽妍 

      1D 鄭雅怡 

      1D 張寶賢 

      1D 賴舒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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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團體/機構 活動名稱 級別/組別(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無毒有禮禁毒專章  禁毒大使證書  1D 賴詠琳 

      1D 林詠欣 

      1D 蕭玉瑩 

      1D 陳志盛 

      1D 賴健豪 

      1D 勞琛佳 

      1D 譚諾軒 

香港交通安全隊 2011年度全港傑出交通安全隊隊員選舉 (中學組) 團體金獎 4C 薛子敏 

       4E 蔡絡堯 

       4F 黃寶瑩 

       3A 彭婉蓉 

       3A 黃傲彥 

       3A 張漢飛 

       3D 張嘉莉 

       3D 趙崇亨 

       4A 陳慧盈 

       4A 劉珮琪 

       5B 黃穎施 

       2E 戴曉彤 

       2B 李康杰 

       2D 凌偉源 

       2D 黃定聰 

       2A 張顯晴 

       2A 蔡晴伊 

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得獎者 3A 黃傲彥 

     3A 張漢飛 

紅十字會 青年領袖訓練營 青年領袖訓練 高級證書 3B 黃景濤 

       4E 黃嘉雯 

       3A 余文文 

       3B 吳倩宜 

  青年領袖訓練 初級證書 2D 黃小雯 

     3B 雲詠恩 

     3C 陳鈺珊 

     3E 胡善兒 

     2E 林凱騏 

 


